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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 溢真）
记者昨从我市旅游市场获悉，由
于距离圣诞元旦双节不远，针对
圣诞、元旦，我市中旅、山水、新世
纪、锦华、文化、东亚等旅行社纷
纷推出双节主题游活动，路线以
景点为主。经历了短暂的旅游淡
季之后，丹阳旅游市场又开始“满
血”归来，不少尚有年假的市民更
是赶搭“末班车”，拼假出游。滑
雪、泡温泉、避寒游等都是热门选
择，圣诞打折季的到来更是为出
境游增加了新动力。

拼假攻略受青睐 出游
计划早安排

记者从我市多家旅行社获
悉，今年的平安夜正好是在周末，
而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元旦小长
假，“年假”和“拼假”成为这一季
旅游市场上的主题词之一。2017
年年假尚未修完的市民，可以选
择休假来一次畅快的岁末年初辞
旧迎新游，2017年年假已经休完
的，新的一年又带来了新的假期，
同样可以准备一次“迎新之旅”。
虽然圣诞节对于中国人而言并非
法定假期，但由于今年平安夜恰
逢周日，休三天年假就可轻松拼
出五天小长假，对于不少担心年
假“清零”的年轻人来说，正是一
个休假的好时机。同时，因为圣
诞与元旦相隔较近，也有人选择

将圣诞与元旦小长假连接形成
10 天的长假。市民王先生和张
女士去年“十一”结婚，两人打算
明年要孩子，这一次，他们就选择
了拼假方式，打算在丹阳新世纪
旅行社的组织下来一次浪漫的柬
埔寨辞旧迎新之旅，目前手续基
本已经办完。

丹阳中国旅行社负责人顾总
介绍，双节期间，多数用户选择一
日游、两日游，但预订产品行程在
3 天及以上的人次也不在少数，
占到三成左右，表明不少用户仍
打算“拼假”。一些丹阳市民也有
意将小长假与公休假相结合，玩
上个把星期，以“满血”状态回归，
迎接新一年的挑战。针对这部分
的需求，再加上圣诞、元旦间隔不
大，已经有旅行社推出了“双旦”
套餐，拉长线路，甚至有 10 天以
上的多国路线。

避寒游好在气候适宜
吸引旅游大部队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
都萌生了要去温暖的南方避寒旅
游的想法。因此，江苏、安徽等成
为了丹阳市民近年来青睐的出游
主要省份。我市各大旅行社根据
市场需求，纷纷推出南方旅游产
品。山水旅行社近期推出了 12
月 22日夜游东方盐湖城活动，只
需 99 元/人，行程特色是民俗灯

会，此次灯会齐集了全国的顶级
民俗艺人和灯艺传承人，将打造
21 组拥有浓厚的中国风特色的
灯会。为迎接新年他们还推出了
2018.1.1“元旦迎新、全民运动”南
京明城墙徒步比赛一日游，仅需
70 元/人，还特别设置了一、二、
三等奖吸引游客。据了解，南京
明城墙修筑于明朝，历时 21年建
成，设计思想独特、建造工艺精
湛、规模恢弘雄壮。此外，山水旅
行社的 1 月 1 日~2 日“水墨绩溪
纯玩二日游”也是不错的温馨选
择，仅需488元/人。

丹阳文化旅行社适时推出了
“常州恐龙园圣诞烟火秀”的旅游
活动，成人夜场票只需 90元/人，
时间为 12月 22日~24日；再加上
他们的“缙云仙都、鼎湖峰、黄龙、
铁城、河阳古民居纯玩三日游”定
会给丹阳游人不一样的温暖体
验，周三、周五及12月30日发班，
698元/人。

新世纪旅行社启动“暖冬行
动”：在 12月 23日推出 468元/人
的“盱眙铁山寺、洪泽湖湿地温
泉、森林住宿、明祖陵二日游”，欢
迎市民的参与。

冰雪游内外皆热 去
北方旅游受到青睐

冬天不仅温暖地带受欢迎，
一些北方冰雪游线路经过这几年

的市场培育，也在丹阳有了一定
的市场份额。

“以前丹阳人总觉得北方冷，
冬天不大高兴去北方旅游。现在
不一样了，北方的冰雪游旅游项
目做得很丰富，而且冬天去北方
有暖气，比在湿冷的南方还舒服
些。今年明显感觉到去北方滑雪
的人多了，有不少人甚至选择去
北方过节。”据山水旅行社负责人
郝总介绍，国内方向东北长白山、
北大壶、亚布力、哈尔滨、乌鲁木
齐等地人气最高，今年山水旅行
社热销产品包括 12 月 23 日~27
日的“哈尔滨、亚布力滑雪双飞五
日游”等，只需 3550元/人哦。新
世纪旅行社也在1月4日推出“乌
鲁木齐、鄯善、吐鲁番、丝绸之路
滑雪、天山天池双飞六日游”，仅
需999元/人 。

我市锦华、东亚旅行社工作
人员还表示，当前处于旅游淡季
的过渡期，出游人数比较少，出行
游客选择一到两天短途游为主，
他们已经推出了春节线路，预计
春节前后会迎来出游高峰。丹阳
中国旅行社的负责人顾总认为，
现在新一年的放假时间表出来
后，有的人就开始计划全年的旅
游。但圣诞、元旦双节游线路还
是受到了追捧。市民如果准备出
境长线游，还是要早计划，早预
订，这样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的。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浏览风景
名胜，拓宽眼界；是为了释放情绪，
感悟人生；或为了寻找芳华，重温
青春。而做了多年导游的郭玲说，
旅途给人最可贵的收获其实就是：
换个心情，重新出发！

2000年郭玲入职丹阳市文化
旅行社从事导游工作时，还是一位
热情好动的小姑娘，因为对远方的
美景充满向往，在接受带团任务
时，她总是专挑难团带，专拣辛苦
的线路走。在十年时间里，郭玲带
团走遍了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主
要景区，去过美国、澳洲、菲律宾、
新马泰、日韩等20多个国家。从
一开始只带一日游旅游团，到带国
内外五六天游、十多天游的旅游
团，郭玲的导游工作在转换，但她
一直认为责任心、细心是导游最重
要的专业素养。令她印象最深刻
的是一位69岁的曹先生。曹先生
患心脏病多年，但并没有告知导
游。在云南游玩的时候，曹先生担
心心脏不舒服。郭玲发现后一再
询问曹先生的身体状况，但他都坚
持表示可以继续行程。那几天里，
郭玲每天都督促曹先生按时服药，

一到景区就先给他借轮椅，郭玲的
一路关心使曹先生顺利完成了行
程。郭玲嫁接了一下卞之琳的《断
章》诗说，游客站在桥上看风景，导
游讲风景还要看游客。这就是说，
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导游的

“第一职责”，合格的导游要有很强
的沟通能力，讲解生动，对自己所
操作的旅游线路、民俗风情十分熟
悉，生动活泼的讲解会使景色锦上
添花，会使沉睡的古迹“复活”，会
让单调的工艺品栩栩如生，从而让
旅途更加美好。郭玲觉得导游还
要具备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地
而异的应变能力，这样才能获得游
客的信任及尊重。

随着旅游市场结构的变化，
郭玲主动适应丹阳文旅“旅游+”
这种新的经营模式，积极参与到
企业出游、企业商旅、企业级
MICE服务等全品类旅游项目之
中，郭玲先后服务的“旅游+”项
目有夕阳红老年专列、学生夏令
营、各企事业单位定制旅游、研
学旅行、各类商务会展、拓训及
大中型企业商务旅游等。近年
来，文旅延伸“旅游+”、一对一私
人订制国内外旅游线路服务，做活
了“景区+酒店”系列服务，如“订
房+眼镜城”、“+茅山”、“+天地石
刻园”、“+镇江三山”等，这些新的
周边游自由行套餐项目也进一步
提升了郭玲的综合业务能力和专
业水平。郭玲说：“其实做导游很
辛苦，忙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每
个月有一大半时间都奔波在国内
外各地，一回家坐到椅子上还习惯
性想系安全带的事也常有。但
当游客满意而归时，也是我们最
开心的时候，游客的肯定是我坚
持和前行的动力。”

圣诞、元旦双节游线路预订火热开启

觅得好风景，收获好心情
本报记者 溢真

本报讯（记者 溢真 眭志
辉）记者从 12月 8日举行的镇
江旅游年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丰富市民的休闲旅游生活，镇
江旅游年卡12月10日起正式发
售。旅游年卡不仅面向镇江市
域（含丹阳等辖市）范围内的居
民，还特别向在镇就读的在校大
中专学生开放办理。年满 60周
岁以上的在镇常住人口、在镇就
读的在校大中专特困生和在镇
常住的残疾人，凭有效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可免费办理旅游年
卡。1.4米以下儿童享受景区免
门票入园的政策。在镇创业人
士、长期在镇工作的海归人员
等，也可适当放宽办理条件。

镇江旅游年卡（以下简称
“旅游年卡”）是指镇江市7个景
区，包括三山景区（含金山、焦
山、北固山）、南山景区、宝塔山
公园、长江生态湿地公园（含网
上世界）、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含云台阁、救生会、观音洞）的
智能景区门票卡。

据了解，旅游年卡发行价为
65 元/年/张，自办理之日起生
效。在上述七家景区的售票处、

三山国际旅行社北固湾广场店
和三山国际旅行社 Sunshine 轻
奢旅游体验店可办理旅游年
卡。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可不限
次数参观游览以上景区。

一张年卡可游玩镇江7景区！

图为镇江旅游年卡新闻发布会现场 溢真 摄

《竹海秋日》丹阳新世纪
旅行社游客林槐兰摄于石塘竹
海景区。

注：石塘竹海位于南京市
江宁区横溪街道前石塘村，素
有南京“小九寨沟”之称，有连
片翠竹 3 万亩，茶山、竹海、松
涛等构成了自然旖旎风光。

编者：为进一步搭建与旅
行社、游客的互动交流桥梁，本
报《乐游周刊》特推出“图秀·乐
游”专栏。欢迎参与。

游达人旅旅

乐游图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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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
来说，总有一条老街，担当起这座城
市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对于一条老
街来说，总有一群人，成为这座城市
历史的守望者。而对于这些守望者
来说，总有一种他们熟悉的老味道，
成为他们一日生活不离不弃的恒久
回味。沿着新民路，经过繁华的贤
桥段，继续向西走，便到了丹阳的老
街——南门大街。经历了数年的落
寞、起伏和崛起，如今的南门大街又
成为一条熙熙攘攘的热闹街市。在
南门大街由北向南一路走着，你可
以看到，沿街的老房子基本都是各
式各样的小店铺，有早餐店、米酒
店、小杂货店、糕点店、各式餐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食物的香
气，有人说，在南门大街，每天早上，
比这个城市更早醒来的是这个城市
的味觉。

“老板，来个烧饼夹油条。”“老
板，我要20个京江脐。”……早上六
点多，空气清冷，不少人还躺在暖和
的被窝中，位于南门大街的小虎烧
饼店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营业，虽然
店面不大，可生意却十分红火，不少
人前来购买烧饼、京江脐、油条、糖
饺、麻团、豆浆等。“我们早上六点钟
就开始营业了，天天都是这样，做烧
饼京江脐是个辛苦活，要起早贪

黑。”一边和记者说着，店主沈小虎
一边揉搓面团，制作烧饼。只见他
快速揉捏、用擀面杖擀开饼坯、上
油、撒上葱和芝麻，再快速地将一只
只饼坯贴上炉，十分钟后，饼坯渐渐
变厚，白面饼渐变烤黄，一个个香喷
喷的烧饼便做好了。沈小虎告诉记
者，今年56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36
年的烧饼，养活一家老小、挣下一份
家业，靠的就是这门好手艺。“我出
来工作就在市饮食服务公司，当时
跟着老师傅学做烧饼，虽然辛苦，但
也是坚持了下来，一做就是十几
年。”随着公司倒闭，沈小虎也下了
岗，今后的生计该怎么办呢？思前
想后，沈小虎和妻子决定在南门大
街开家早点铺，这一开就是二十
年。由于他家的烧饼、油条、京江脐
等用料足、味道好、价格实惠，渐渐
打出了名气，拥有了许多老客户。

“我家的面团都是用老面头自然发
面，采用的都是传统的老方法，手艺
很重要，这样做出来的东西香，好
吃！”沈小虎说，要做好一天的营生，
每天晚上，他都要将面团和好发酵
才能休息，“我用的面团都要发酵5~
6个小时，早上用的面团必须前一
晚睡觉前就弄好，上午 10 点还要
再发酵一波面粉，留作下午做烧饼
等用。像我昨天晚上就发了将近

40斤面粉。”除了好手艺，沈小虎认
为，诚信经营也是他能够拥有这么
多回头客的关键。“不管是做烧饼
还是做其他生意，其实道理都是一
样的，就是要诚信，要实惠，这样大
家才愿意来买。”

“他家的烧饼好吃，面饼也厚，
不像有些人家的，就薄薄的一层，
你看我今天买的斜角烧饼包油条，
才两块钱，回去再来一杯牛奶，是
个不错的早饭。”在附近银行工作
的陈婷是小虎烧饼的老客户，六年
来，每隔一两天，她都会去买点烧
饼油条当早饭。“今天早上，还有个
从上海来的客人来我们店里买京
江脐呢！”沈小虎的妻子赵珍妹笑
着说，“那位老顾客是丹阳人，后来
去了上海发展定居，这次回来探
亲，临走时买点京江脐，说是要重
温下儿时的老味道。”正说着，又有
六七位顾客前来买早点，赵珍妹又
忙开了。“儿子原先也不想我们继
续做了，毕竟太辛苦，但做了一辈
子烧饼京江脐，我都习惯了，也想
继续做下去。”看着店门前的忙碌
情景，沈小虎如是说。

寻访南门大街里的
本报记者 萧也平 龚佩玉

本版摄影
萧也平
龚佩玉

沈小虎正将一只只饼坯贴上炉

图为燃烧正旺的火炉

沈小虎正从炉中取出刚做好的烧饼

顾客们争相购买刚出炉的烧饼

店员们正在制作烧饼


